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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跤王　快跤花蝴蝶

常東昇

壹、前言

一代中國摔角宗師常東昇（1912-1986年

6月18日）（圖1）字曼天，回族，河北省保

定人。（註1）

常東昇師承保定跤大師張鳳岩，一生練

功紮實嚴謹。從17歲開始，常東昇便如旭日

東昇般，在中國武壇嶄露他的「保定快跤」

神技，年輕時期曾取得多次勝利，最具代表

性的是1948（民國37）年，第七屆全國運動

會常東昇代表陸軍獲得全國運動會摔角中乙

級冠軍，（註2）一時輿論界譽為「武狀元」

。自此樹立了常東昇在中國武壇的地位。一

生參賽無數，因其摔角技藝出神入化，而享

有「摔角大王」美名。常東昇擅長用撕、

崩、捅等摔角技巧，以小制大技巧，「得

合」、「麻花掰」為其摔角絕技，由於其保

定跤動作沾衣即跌，快又乾淨俐落，其摔角

動作非常漂亮，因此贏得「快跤花蝴蝶」的

美譽。（註3）

1949（民國38）年隨國民政府來臺，初

期在中央警官學校（今中央警察大學）與建

國中學傳授中國式保定快跤，也同時先後在

國立政治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

化大學、警察學校、實踐家事專校、國防部

政戰學校，更在國軍各軍種戰技訓練班、情

治等單位，傳授中國式保定快跤，可說是桃

李滿天下。（註4）

1949年政府播遷來臺，中國摔角知名教

師常東昇、潘文斗（註5）及長拳名家韓慶堂

（註6）亦遷居來臺，常東昇執教於中央警官

學校，潘文斗執教於憲兵學校，兩人都為警

界與軍方的摔角技術貢獻頗大。（註7）而韓

註1	 有關常東昇出生年問題，有數個出生年版本，在

翁啟修的簡易常氏太極拳著作及中華武術摔跤協

會網站均記載為1908年，但根據常東昇的墓碑上

記載則為1912年。

註2	 吳文忠，《中國體育發展史》，臺北：正中書

局，1981，217。

註3	 在臺灣地區習慣使用「摔角」，大陸地區則習慣

採用「摔跤」，本文則「摔角」與「摔跤」同時

使用。採編組，〈臺灣的常門摔跤〉，《臺灣武

林》，5（臺北，2001.03）：6-61。

註4	 蘇成、郭慎、廖天授，面訪，臺北市兄弟飯

店，2014年8月1日。訪問人莊嘉仁，中國文化大

學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副教授。

註5	 潘文斗，1949年來臺，精通擒拿與摔角，來臺後

在憲兵學校擔任武術教官。

註6	 韓慶堂，1949年來臺，中央國術館畢業，來臺後

在警察學校擔任擒拿術教官。

註7	 張光明，《中國摔角傳承與訓練實務》，高雄：

復文，1986，4-6。

註8	 莊嘉仁，《臺灣武術的發展與變遷》，臺北：武

壇雜誌社，2004，28-29。

註9	 蘇成、廖天授，面訪，臺北市神燈咖啡，2014年8

月10日。訪問人莊嘉仁，中國文化大學技擊運動

暨國術學系副教授。

慶堂任教於警察學校教授擒拿術，三人分別

於軍警學校單位任教，為臺灣的警察與軍事

教育做出貢獻。（註8）

1975年應摩洛哥國王海珊之邀，前往獻

藝，海珊國王大為驚服，並致贈阿拉伯勇士

彎刀一把。（註9）

圖1　常東昇（照片來源：郭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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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常東昇率蘇成、朱玉龍、郭慎

成立「臺北市體育會摔角委員會」，繼之輔

導臺南市沈春暉、丁鵬成立「臺南市摔角委

員會」，協助林奉文成立「屏東縣摔角委員

會」，亦指導張光明成立「高雄市摔角協

會」、「高雄市摔角委員會」。（註10）

1982年常東昇輔導張光明、林奉文等人

成立「臺灣省摔角協會」，但有感於當時無

法在臺灣成立全國性摔角組織，憤而轉而赴

美國俄亥俄州克里夫蘭市（Cleveland City, 

Ohio）成立「世界摔角協會」，由常東昇

擔任首任會長，副會長由美籍人士金習孔

（Gene Chicoine）先生擔任，競賽組長則由

留美學人翁啟修先生擔任。（註11）金習孔

先生與翁啟修先生均為常東昇的高徒，1987

年翁啟修博士畢業後，即返國擔任中國文化

大學體育系國術組主任。（註12）

一、中國摔角簡介

中國摔角古名為「角觝」，根據述異記

之記載：「秦漢間，說蚩尤耳鬢如劍戟，頭

有角，與軒轅鬥，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

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民三三兩兩，頭戴牛

角，以相抵。」此為中國摔角之名詞濫觴，

之後相關名詞如吳文忠之研究有角觝、角

牴、角力、相扑、相撲、卞、較力、相搏、

摔跤、善撲、貫跤、布庫等名詞。（註13）

1916（民國5）年，山東濟南鎮守使馬

良，在濟南組織技術大隊，創編新武術，分

「率角」、「拳腳」、「兵器」等三種，馬

氏特別重視摔角，因馬氏幼年習摔角，拜師

保定跤平敬一，當時設立技術大隊網羅許多

武術界人士，其中以馬氏的師兄張鳳岩在技

術大隊教授摔角。（註14）馬良為軍隊編制

新武術教材，就將摔角術編成《率角科》。

（圖2）

當時，流行於中國各地的摔角數十種，

常見的有保定跤、天津跤與北平跤三類。根

據郭慎的《中國式摔角》一書中有摔角分

類介紹，有北平角、天津角、保定角、山西

角及其他少數民族角；北平角流行於北京一

帶，架式較小，俗稱黃瓜架，身架多似搖晃

不定，小步伐走動；天津角俗稱撩角，亦稱

摔角，架式大小介於北平與保定之間，動作

比北平角快；保定角流行於河北保定一帶，

又稱之為撩跤、貫跤、架式較大，步子走起

來較大，動作以快著稱，俗稱保定快跤；山

西角訓練與比賽均不著跤衣，赤身短褲為其

特色；少數民族摔角包括蒙古式、維吾爾式

角、藏族角、回族角等等。（註15）常東昇

所練習的摔角體系即為保定跤。

1928年中央國術館成立後，張之江（

註16）館長注重實戰與軍事救國，因此將搏

擊、摔角等課程列為重點必修科目，從1933

年的中央國術館師範班課表即可看出當時中

央國術館對摔角的重視，每天下午3點安排90

分鐘的摔角術科課程。（圖3）（註17）

二、中國近代摔角比賽

1928（民國17）年，中央國術館成立於

南京，列摔角為必修科，1933年10月20日，

中央國術館在南京舉辦第二屆國術考試，

將摔角納入考試項目，雖名為考試，其實包

含試合競賽與筆試，試合項目包括拳術、器

械、摔角、搏擊等項目，此次比賽為國民政

府成立後最具代表性的比賽，摔角項目分三

個量級競賽，此次比賽僅有男子組；同年10

月10日至20日，中央政府也於南京孝靈衛舉

辦第五屆全國運動會，總裁判長為褚民誼，

（註18）此次比賽也將摔角納入比賽項目，

但僅有男子組兩個量級進行比賽，分摔角甲

等、乙等與丙等三級進行比賽；（註19） 

1935年第六屆全國運動會在上海舉行，除了

男子摔角三個量級外也增加女子摔角項目，

但女子組不分量級。（註20）

註10	 蘇成、廖天授，面訪，臺北市神燈咖啡，2014年8

月10日。

註11	 張光明，《中國摔角傳承與訓練實務》，高雄：

復文，1986，4-6。

註12	 莊嘉仁，《臺灣武術的發展與變遷》，42-43。

註13	 吳文忠，〈國術基本名詞考源〉，《中國武術史

料集刊》，5（臺北，1980）：2-8。

註14	 胡繩武，〈中國摔角概述〉，《中國武術史料集

刊》，2（臺北，1977）：120-130。

註15	 郭慎，《中國式摔角》，臺北：大展，2006，16-

18。

註16	 張之江，河北鹽山人，1882-1965年，曾在西北軍

馮玉祥麾下擔任西北邊防督辦，北伐統一後，在

南京擔任中央國術館館長與國立國術體育專科學

校校長。

註17	 〈中央國術館師範班男生春季學術科配當表〉，

《國術周刊》，109（南京，1934）：7。

註18	 褚民誼，北伐統一後在南京擔任國民政府秘書

長，精通太極拳、太極操、發明太極球、太極

棒，研發太極操等。

註19	 根據1933年第二屆國術國考術學科成績冊記載，

第二屆國考摔角甲等第一名為常賀勳、乙等冠軍

劉九生、丙等冠軍為楊石次。因為資料無法查證

常賀勳與常東昇是否同一人，根據籍貫與年齡確

實與常東昇相符，推測常賀勳可能為常東昇之別

名。

註20	 徐元民、莊嘉仁、卓旻怡，《中央國術館發揚本

土體育之歷史經驗》，臺北：行政院國科會研究

計畫，2001，149-187。

圖2　馬良的新武術教材《率角科》   

（照片來源：影印自上海圖書館）
圖3　中央國術館課程表（照片來源：莊嘉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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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目前主席由香港的梁敏滔先生擔

任，臺灣的蘇成先生擔任副主席。

貳、生平

中國摔角泰斗常東昇先生，為世襲虔誠

之穆斯林，其先祖是來自新疆境外之維吾爾

回族。出生於河北保定，1912年6月21日生，

歿於1986年6月18日，享年76歲。（註27）

師承其父親常蘭亭先生及摔角名家張鳳岩大

師。1929年，常東昇自河北保定第六中學畢

業，約莫19歲時，就為當時濟南衛戍司令部

司令馬子貞（馬良）將軍推薦，通過考試帶

藝入學中央國術館。（圖5）（註28）

根據駿松先生在1973年時專訪常東昇

大師時記載，常東昇從9歲就開始練習，並

透過很多輔助器材訓練，如「花磚」、「抖

皮帶」、「擰棒子」、「抖沙袋」、「纏小

樹」、「拉滑車」等。尤其「纏小樹」是常

東昇下的苦功最深，所以練就出成名絕招「

麻花掰」。（註29）

另 外 根 據 吳 文 忠 的 《 體 育 史 》 記

載，1933年在南京舉辦的第五屆全國運動

會，增設國術比賽項目；第六屆全國運動會

於1935年在上海舉行，同樣有國術比賽，蒙

古摔角列為表演項目，不過此一比賽列為表

演賽；1948年的第七屆全國運動會於上海舉

行時，摔角已列為正式比賽項目，（註21）

男子分為7個量級，輕甲、輕乙、輕丙、中

甲、中乙、中丙、重量級等七級，女子組僅

有輕丁級一級，此次比賽常東昇代表陸軍參

賽獲得中乙級冠軍。（註22）

根據《第六屆全國運動會大會報告書》

記載，第六屆全國運動會摔角分男女進行比

賽，男子組分重量級、中量級、輕量級三

級，女子組摔角不分級進行比賽，此一比賽

常東昇並未參賽，重量級由馬文奎獲得冠

軍、中量級由卜恩富獲得冠軍、輕量級由譚

祖秀獲得冠軍。（註23）

三、臺灣近代摔角比賽概況

1949年兩岸分治，臺灣直到1955年6月，

由王成章等人發起舉辦「中國國術大賽」，

才有正式的摔角比賽，此次比賽項目包括拳

術、器械、太極揉手及摔角，而拳術以年齡

分組，摔角則以量級分組，計有6個量級進行

比賽。其中常東昇的高徒湛金濤獲得輕量級

冠軍。（註24）

臺灣的全省運動會初期並無國術與摔

角比賽，直到1957年的第十二屆省運會才開

始有國術徒手與摔角比賽，第一次的省運會

比賽，徒手賽分3個量級，摔角分為8個量級

進行比賽，一直舉辦到1973年第廿八屆省運

會。（註25）1967年臺北市第一屆市運會及

1974年高雄的臺灣區運動會均有摔角競賽項

目，1985年臺灣區運動會增設女子組的摔角

比賽。（註26）

四、國際現代摔跤發展概況

1982年，在美國俄亥俄州成立的摔角組

織「世界摔角協會」，為常東昇大師所成立

的世界性組織。（圖4）

2001年元月1日，來自世界各國愛好摔角

人士，齊聚香港正式註冊成立「國際摔跤聯

合會（International Shuai Jiao Federa-

圖5　常東昇26歲時英姿      

（照片來源：郭慎提供）
圖4　世界摔角協會成立手冊    

（照片來源：莊嘉仁提供）

註21	 吳文忠，《體育史》，臺北：正中書局，1957

，407-428。

註22	 第七屆全國運動會摔角比賽各級冠軍名單，男子

輕甲級浙江蔣玉堃、輕乙級上海曹彧、輕丙級上

海劉彪、中甲級江西杜克勤、中乙級陸軍常東

昇、中丙級南京常東起、重量級漢口姚長考，女

子組輕丁級冠軍上海佟佩雲。

註23	 〈第六屆全國運動會成績冊〉，《第六屆全國運

動會報告書》，南京：運動會籌備委員會，1937

，116-117。

註24	 莊嘉仁，《臺灣武術的發展與變遷》，84。

註25	 張伯夷，《當代臺灣國術史料彙編》，臺北：逸

文，1998，206-208。

註26	 張光明，《中國摔角傳承與訓練實務》，2-4。

註27	 採編組，〈常大師東昇先生生平行誼〉，《中華

國術》，10（臺北，1986.10）：62。

註28	 常達偉，〈常東昇宗師練功與生平傳奇〉，<http://

www.changshuaijiao.org/index.php?pageSet=essay&in

cludePath=read&rssRead=5,102,102>，2014.07.01檢

索。

註29	 駿松，〈目前中國碩果僅存的摔角大師──常東

昇〉，《武壇》，21（臺北，1973.07）：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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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東昇除學習保定跤外，也與李景林將

軍交流雙方武術，學習楊氏太極拳，後來加

入摔跤風格成為「常氏太極拳」。

常東昇在20餘歲時在河北保定

小有名氣，打鬥罕逢敵手，聲名傳到

李景林將軍耳中，李將軍便請他到北

京觀察武術訓練，當時李景林是河北

省主席，擅長推手，與人交手從未落

敗，便問常對推手的看法，常東昇

說，那只是別人為了服從而裝輸而

已，李聽了非常震驚，便向常挑戰，

結果常東昇用了摔角技巧把李景林

摔倒，李對常東昇的摔角技巧非常訝

異，後來常東昇教李景林一些摔角，

而李景林（註35）以太極拳作為回

報，兩人便合作將李將軍的太極拳改

為今日的常氏太極拳。（註36）

難得是聰穎非凡的常東昇，將所學各

大門派武術之精華，予以融會貫通成為實戰

武術。尤以當時中央國術館副館長李景林將

軍所親傳給他的「楊氏太極」，常東昇將摔

根據常東昇孫子常達偉的資料顯示，常

氏兄弟有五人，除幼弟外，在摔角及武術都

有傑出表現：

常東昇有兄弟五人，除幼弟之外，皆

在摔跤及武術上有傑出表現，當地人

稱「常門四虎」。其父親常蘭亭，早

年與張鳳岩共同受教於摔角名師平敬

一，更是師兄弟，感情深厚，其後更

結為親家。先祖父受其父親蘭亭君啟

蒙最早，而受長兄常東如的影響最

大。其長兄與先祖父年紀相差約有

七、八歲，為得張大師鳳岩真傳之入

門弟子，先祖父一生縱橫四海，從無

敗績，素有「百勝將軍」之稱。唯獨

對東如大哥敬佩感懷不已，因其大哥

人聰穎、悟性高、身手迅捷、招式巧

妙，常自感弗如。可惜東如大哥因罹

病，英年早逝，但過世前將其胞弟託

付恩師，拜入張大師鳳岩門下。（註

30）

據常達偉表示，常門四虎為東如、東

昇、東起、東坡，另外一個幼弟東興，因未

習武，沒有在武術相關資料上呈現，導致外

界誤為常家只有四兄弟。（註31）

常東昇老師是保定跤大師張鳳岩的高

徒，他不僅精通保定跤，也是羅漢拳名家，

根據常達偉資料記載如下：

張鳳岩自平敬一以降傳承下來，並傾

其畢生絕學，授業先祖父跤拳共8個

套路、十三胎抱樁功調息法（一稱十

三太保樁功）、摔跤總（歌）訣上下

兩闕、摔跤八大勁（即摔法動作技術

總合分類法）、九門奇械（『保定快

跤』特殊器械練功法，如張大師最擅

長的扎桿）、散手跤實戰用法（融合

踢、打、拿、點，於過程之中，用摔

法做最終結表現的型式）、『保定快

跤』黑手【平大師敬一傳張大師鳳岩

106手，張鳳岩傳先祖父常東昇118

手，常大師傳124手（黑手之意，為

隱而未現，難於察覺，走奇峰，用巧

招，直攻人性暗理處的弱點，用式講

求精妙神絕，為古人摔跤無數先聖先

賢的心血結晶，絕對不是心狠手辣，

歹毒陰險，下毒手之意）】。而最後

則是將傳承自平大師敬一的少林拳法

（特別是『羅漢拳』）授與先祖父。

（註32）

常東昇起初受業於父親，後在張鳳岩

門下習武，由於張鳳岩愛鳥，常抓蚱蜢給鳥

吃，因此張鳳岩常帶常東昇到草地抓蚱蜢，

張鳳岩抓蚱蜢技術極快，引起常東昇好奇，

跟著張老師抓蚱蜢，也因為張鳳岩開設「醬

園」，利用工作之器材如拉風箱、拌豆醬、

拉麵條來訓練，常常一個拉風箱或拌豆醬工

作就長達三、四小時。張鳳岩利用工作中的

技巧與習武合而為一，達到訓練的目的。（

註33）

常東昇因家學淵源，啟蒙甚早，

長兄提攜，兄弟互相砥礪，又因地利

之便與師父比鄰而居，朝夕相處，而

同為穆斯林，感情更無隔閡，因此，

追隨張大師鳳岩十二、三載，盡得真

傳，最後更將其掌上明珠（先祖母）

張少芝女士許配予他。（圖6）（註34）

角、形意拳、形精拳、羅漢拳融入了楊氏太

極拳之中，使太極拳108式，招招可以實戰格

鬥，有別於一般的太極拳，獨創風格成為「

常氏太極」、「摔角太極」、「實戰太極」

一門。

常東昇在對日抗戰期間，在陸軍及傘兵

部隊擔任教官，在廣西期間與日軍戰俘的一

場比武也是一段佳話。

註30	 常達偉，〈武術泰斗──常東昇宗師事略〉

，<http://www.changshuaijiao.org/index.php?pageSet=e

ssay&includePath=read&rssRead=5,10,10>，2014.07.01

檢索。

註31	 常達偉，電話訪談，2014年11月19日。訪問人莊嘉

仁，中國文化大學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副教授。

註32	 常達偉，〈武術泰斗──常東昇宗師事略〉

，<http://www.changshuaijiao.org/index.php?pageSet=e

ssay&includePath=read&rssRead=5,10,10>，2014.07.01

檢索。

註33	 吳周昇，〈舊事瑣憶「武狀元」常東昇大師〉，

《力與美》，16（臺北，1991.03），70-75。

註34	 常達偉先生表示：「先祖父少年時即被稱為『花

蝴蝶』，原因是其以『撕、崩、捅』活步跤摔法

時，其身形輕靈優美，猶如蝴蝶於花叢中穿梭一

般，而活步跤的動作是以嚴緊而多變的手法及步

法（移動法）互相穿插搭配而成，從遠處看是非

常向蝴蝶的翅膀舞動翻飛得型態，故有此稱呼與

臉上的傷痕完全無關。傷痕是先祖父的祖母在他

極幼小的時候，在火爐旁取暖時，被破裂飛濺的

瓦片沾黏在臉上，祖母一時心慌心急用手移除時

所造成的，這些傷痕在年輕時並不明顯，是在老

年時（60歲以後）因黑色素沈澱累積之後才逐漸

清晰的。」詳見常達偉，〈「保定回族的摔跤概

況」──釋疑〉，<http://www.changshuaijiao.org/

index.php?pageSet=essay&includePath=read&rssRe

ad=5,25,25	>，2014.07.01檢索。

註35	 李景林，河北人，1885年生，曾經在天津擔任直

隸督軍，直魯聯軍總司令，北伐統一後擔任中央

國術館副館長，精通太極拳與武當劍。

註36	 翁啟修，《簡易常氏太極拳》，臺北：中國文化

大學，1988，5-6。

圖6　常東昇夫妻（照片來源：蘇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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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社長，1962年又在政大夜間部成立摔角

社，邀請常東昇前來指導。（圖7）（註46）  

抗戰軍興，常東升勇赴國難，先後在

第七、第八師和第四、第五路軍任中

校體育教官，陸軍軍官學校中校體育

教官，傘兵總隊上校體育校官等職。

到處積極推廣和普及摔跤，培養了大

批人才。當時，拘押在廣西的日本戰

俘中有幾個柔道高手，曾公開以柔道

向中國人挑戰，號稱「打遍中國無對

手」。常東昇聞訊後前往應戰，接連

將日俘柔道高手北義熊、道正夫二人

摔倒在地，北義熊等對常東昇的功夫

佩服得五體投地。抗戰勝利後，他調

任中央訓練團上校體育教官，在業餘

時間擔任南京自強摔跤社社長，經常

親自帶領學員練習摔跤，為南京和江

蘇省的摔跤培養了一批人才。（註37）

常達偉表示，常東昇來臺後由軍職轉為

警職，官拜中央警官學校專任教官之職，教

授摔跤課程。期間更在臺灣各文武大學教授

「保定快跤」，又因住家之便，也在臺北市

建國中學及植物園成立摔角社團，培育出不

少好手。

叁、相關成就與貢獻

一、參加摔角比賽

常東昇17歲時，參與在保定附近南鄉

的一場摔跤比賽，常東昇與當地最有名的跤

手李老吉比賽，結果常東昇以「撿腿」與「

麻花掰」（註38）摔倒對方兩次，同年又參

加保定曹河鎮的摔角比賽，同樣的常東昇與

當地好手王世文與劉慶比賽，又再次取得勝

利。（註39）

1912年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後，在中國

大陸地區一共舉辦了六次全國運動會，但體

育學者將1910（宣統二）年舉辦的全國運動

會定為第一屆；第二屆全國運動會是在1914

年的北京舉行；第三屆是1924年在武昌舉

行；第四屆是在1930年於杭州舉行；1933年

在南京舉辦第五屆全國運動會，此屆增設國

術比賽項目；第六屆全國運動會於1936年在

上海舉行，同樣有國術比賽，蒙古摔角列為

表演項目；1948年第七屆全國運動會於上海

舉行，摔角列為正式比賽項目，男子分為7

個量級，輕甲、輕乙、輕丙、中甲、中乙、

中丙、重量級等七級，女子組僅有輕丁級一

級。（註40）

此期間，常東昇參加的摔角比賽繁多，

戰無不勝，最具代表性的比賽是1948（民國

37）年5月5日，上海舉行的第七屆全國運動

會，常東昇代表陸軍以36歲之高齡參加男子

中乙級的摔角比賽，獲得冠軍。（註41）除

常東昇獲得中乙級冠軍外，其弟常東起代表

南京市也獲得中丙級冠軍，一門雙傑。（註

42）

二、在一般學校與軍、警學校傳授保定快跤

1 9 4 9 （民國 3 8）年隨國民政府來

臺，1954年中央警官學校（註43）在臺復校

後，常東昇隨即進入中央警官學校，傳授中

國摔角，也同時先後在政大、師大、中國文

化大學、警察學校、實踐家事專校、建國中

學、國防部政戰學校及國軍各軍種戰技訓練

班、情治單位等，傳授中國式保定快跤，可

說是桃李滿天下。

（一）建國中學

1955年，常東昇老師與韓慶堂老師各

率其弟子前往建國中學進行表演推廣，並開

設摔角隊與國術隊，蘇成老師對摔角情有獨

鍾，因而選擇參加摔角隊，第一屆社長為徐

龍；同時常老師在植物園運動健身，也帶領

了一些喜愛武術的朋友運動，但因場地問題

無法盡情教授摔角，因此將傳授中國摔角的

重心放在有軟墊設施的建國中學、中國文化

大學及警官學校等地，在建國中學發展摔角

期間，培育出不少好手，如蘇成、沈春暉、

徐龍、陳志朗、葛學讓、林起愷、吳正民等

人。（註44）

（二）中央警官學校

從1954（民國43）年開始，常東昇在中

央警官學校教授摔角，從警官21期開始教授

摔角，也培育出不少好手，包括警官24期的

王茂竹、李昌鈺，26期的沈世賢、葉宜植、

朱玉龍，28期的邱樂忠，30期的郭均、曾文

昌，32期的莊正忠，34期的黃清政，39期的

陳奕煌等人。（註45）

（三）國立政治大學摔角社

1961年常東昇在建中教授的高徒蘇成，

考入政大，隨即在政大成立摔角社，由蘇成

註37	 〈常東昇簡歷〉，<http://www.gerenjianli.com/

Mingren/07/k9dclb5obcnb42d.html>，2014.11.18檢

索。

註38	 常達偉先生於2005年4月資料：「先祖父一生揚名

四海，最厲害的絕招就叫做『麻花掰』，這麻花

是天津的三寶之一，個頭皆極大與南方麻花酥不

同，所以吃的時候一定要用雙手掰開，以方便享

用。「麻花」、「撒子」、「油炸裹兒」是北方

很普遍的吃食小點心。『麻花掰』又稱『麻花三

疊式』，是保定平宗師一系所傳的一百二十四式

的『黑手』之中最後倒數第二式（倒數第三式是

黏步連身揭手六疊靠）。這兩類動作在接手上有

從屬主客的相聯性。」

註39	 採編組，〈臺灣的常門摔跤〉，6-61。

註40	 吳文忠，《體育史》，407-428。

註41	 張伯夷，〈保定快跤　花蝴蝶　常東昇〉，《力

與美》，107（臺北，1999.03），64-70。

註42	 吳文忠，《體育史》，407-428。

註43	 中央警官學校創立於南京，1954年在臺灣復校，

校址位於台北市廣州街，1977年搬遷至桃園龜

山，1995改制為中央警察大學。

註44	 蘇成、廖天授、郭慎，面訪，臺北市兄弟飯

店，2014年8月1日。

註45	 蘇成、廖天授、郭慎，面訪，臺北市兄弟飯

店，2014年8月1日。

註46	 蘇成、廖天授，面訪，臺北市神燈咖啡，2014年8

月10日。

圖7　常東昇在政大與蘇成合照

（照片來源：蘇成提供）



0 4 8

一代跤王　快跤花蝴蝶

0 4 9

常東昇

（四）中國文化大學摔角社

1965（民國54）年，常東昇在建國中學

教授的學生葛學讓就讀中國文化大學，因此

發起成立摔角社，就由葛學讓擔任第一屆社

長，那時候的授課地點在中國文化大學大義

館體操教室（註47），當時的常老師住在植

物園附近的大埔街，都由社長先行下山陪同

常老師搭計程車來中國文化大學，常老師一

週來文化一次，其餘時間則由葛學讓指導後

進，第二屆社長文由林奉文擔任，但當時有

幾位社員對國術有學習，原本打算另外成立

國術社，林奉文希望社團能夠持續練習，因

此將摔角社改成技擊社，發展少林拳、摔角

及西洋劍三種武術，由林奉文擔任社長與摔

角助教，葛學讓指導西洋劍，梁世育負責指

導少林拳，當時社員達20-30人，除了常老師

在中國文化大學指導練習外，許多建中學生

也常來文化協助常老師教學，文化的社員也

常下山至建國中學及警官學校進行交流，也

因為社團是主動積極學習摔角，常老師在文

化時期付出很多心血，因此培育不少摔角好

手，包括葛學讓、林奉文、周光楷、廖天授

等人，後來在中國文化大學舉辦大專盃摔角

比賽，中國文化大學摔角社許多好手均獲得

很好的成績。（註48）

（五）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954年常東昇亦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

育系開設摔角課程，當時的吳文忠主任聘請

常老師在體育系開設摔角課程，當時培育的

好手有鄭行平、胡繩武等人（註49），胡繩

武曾在中國武術史料集刊第二集撰寫《中國

摔角概述》一文。（註5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傳承國術體系多樣，

國術社於1966（民國55）年成立，初期教練

為韓門五虎之一的唐克杰擔任，其後接任的

教練有郭秉道、傅淑雲，除國術社之外，還

有郭秉道也是國術代表隊教練，僑生國術班

則是徐紀擔任教練。1970年國術社增加摔角

組，聘請常東昇大師指導，師大摔角隊曾經

獲得第三屆全國大專院校的亞軍、第四屆全

註47	 廖天授，電訪，2014年7月30日。訪問人莊嘉仁，

中國文化大學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副教授。

註48	 林奉文，面訪，屏東市自然緣人文咖啡館，2014

年8月4日。訪問人莊嘉仁，中國文化大學技擊運

動暨國術學系副教授。

註49	 蘇成、廖天授，面訪，臺北市神燈咖啡，2014年8

月10日。

註50	 胡繩武，〈中國摔角概述〉，120-130。

註51	 林憲煜，〈師大國術術社簡介〉，《武壇》，10

（臺北，1972.03），48-49。

註52	 莊嘉仁，《臺灣武術的發展與變遷》，46-47。

註53	 常東昇等大師共同編撰《國軍戰鬥體育教材》。

編著完成後，常大師即在國軍各軍種部隊展開為

期16年的摔角教學，此期間先後由蘇成、郭慎擔

任助教。

國大專院校摔角比賽的冠軍，（註51）當時

培育出翁啟修、張光明等好手。

（六）中國文化大學體育系國術組

1983年中國文化大學體育系國術組成

立，由吳文忠擔任系主任，常東昇受邀擔任

國術組摔角課程教師。（註52）

三、於國軍傳授保定快跤與編著教材

1957年，常東昇除了在建中、大學社團

及警官學校教授摔角外，也在軍事單位進行

國軍戰鬥技術的教學，包括政戰學校等軍事

單位教授摔角，國防部總政戰部為提昇國軍

戰鬥技能，特敦請前「中央國術館」副館長

陳泮嶺、中央警官學校教官常東昇、中央國

術館擒拿名師潘文斗、國術名師李元智及張

英建等武術名家共同編撰《國軍戰鬥體育教

材》，（圖9）（註53）編著完成後，國防部

依據此教材，隨即在北投復興崗政戰學校，

開設訓練國軍（陸、海、空、聯勤、憲兵）

體育幹部，從此以後，常東昇即在國軍各軍

種部隊，展開為期16年的教學，此期間先後

由蘇成、郭慎擔任助教，而郭慎追隨常東昇

擔任國軍各軍種摔角助教整整16年。（註54）

《國軍戰鬥體育教材》內容包括「十字

拳」、「八字棒」（為陸軍士兵作戰時攜帶

的工作器具圓鍬、十字鎬，在近戰時的技擊

法）、摔角、擒拿、劈刺。（圖10）為常東

昇示範近戰格鬥法，以及空手戰鬥法。

圖8　常東昇與翁啟修（照片來源：郭慎提供）
圖9　常東昇等大師共同編撰《國軍戰鬥體育教材》

（照片來源：郭慎提供）

圖10　常東昇在國軍戰鬥體育班示範摔角奪槍法（照片來源：郭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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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事宜，以及該協會編撰委員所付出的辛勞

與努力。太極拳協會為編撰「太極拳圖解」

成立兩個編組會，一是學術研究會，另一為

教材編撰會，均由石覺理事長兼主任委員，

常東昇為副主任委員，下設研究委員13人，

指導委員12人，研究顧問39人，以上均為武

術界泰斗，常東昇出任副主任委員可證明大

師在太極拳壇的地位。（註60）

七、擔任臺灣省國術會中華國術體育學院「

國術師資訓練班」摔角老師

1979（民國68）年3月至9月，「臺灣省

國術會」理事長簡欣哲先生為籌組「中華國

術體育學院」，率先開辦國術師資訓練班，

班主任簡欣哲、副主任為簡立將軍、張震海

教授二人，駐班導師王鳳亭、術科老師多為

出身於中央國術館的國術大師，拳術有傅淑

雲、黃國禎，摔角為常東昇（圖12），摔角

術科助教有簡東明、余勉珍二人。訓練班址

設在桃園縣體育館，受訓學員皆為歷屆國術

比賽優勝運動員，受訓學員學歷皆為高中畢

業或體育專科學校學生。

常東昇自1977（民國66）年從警界退

休後，仍不辭辛勞奔波於海外：新加坡、德

國、美國、瑞士等歐美國家，傳授中國式保

定快角。圖13即應黃清政之邀前往德國之歐

洲功夫聯盟表演，並在近代武術名家看板上

簽名。

1969年，常東昇將畢生的教學經驗撰寫

《摔角術》一書（圖11），由中華技擊委員

會摔角部出版，在當時武術著作非常貧乏的

年代，此本為臺灣地區第一本有關摔角的專

書，他將摔角動作分為基本動作16種，包括

斜打、環肘、鎖肘、釣捋、前進踢、前進後

踢、下把前進後轉、下把前進後踢、高矮速

動、拉、分手、捋手、上把前進後踢、左右

崩、原地抱、揣等16個基本動作。（註55） 

常東昇也將此《摔角術》一書在中央警官學

校改編寫成教材《摔角學》。（註56）

此外，常東昇的影片部分，在臺灣是

1965年時由蘇成老師聘請攝影師拍攝教學紀

錄片，1982年赴美國成立「世界摔角協會」

，期間亦受到俄亥俄州大立大學之邀，拍攝

常東昇摔角技術影片，之後也成為常東昇最

具代表性的摔角動作示範影片，目前也在

YouTube網站上持續地傳播。（註57） 

圖11　摔角術（照片來源：蘇成提供）

圖12　武術界大師合影，由左至右：韓慶堂老師、常東昇老師、李誠斌老師、范之孝老師、

傅淑雲老師、黃國禎老師、李師母、李國民老師、韓師母（照片來源：郭慎提供）

四、擔任中國國術大賽「摔角組」裁判召集

人

1955年，由中華國術進修會所發起舉辦

的中國國術大賽，6月24日於台北三軍球場舉

行，這是臺灣地區第一場大型的國術比賽，

比賽內容包拳術、摔角、太極揉手等三項，

而常東昇擔任此次比賽的摔角組裁判及召集

人，其高徒湛金濤在此一比賽中獲得輕量級

冠軍。（註58） 

五、擔任中華全國技擊委員會「摔角部」主

任委員

1955，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正式成立

「技擊委員會」，該會聘任曾經擔任「空軍

官校」、「政工幹部學校」校長，時任總統

府「戰略顧問」的胡偉克將軍為主任委員，

該會並聘任師大教授李文元為總幹事，「技

擊委員會」共聘請委員53人，並設有「國術

部」，國術部主任由「中華國術進修會」理

事長陳泮嶺兼任，總幹事由八卦掌名師喬長

虹擔任，「摔角部」則由常東昇擔任主任委

員。（註59）

六、擔任中華民國太極拳協會「太極拳圖解

編撰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979（民國68）年9月9日，當時的教育

部體育司長蔡敏忠先生於《推展全民運動手

冊──太極拳圖解》一書的序文中，誠摰感

謝太極拳協會理事長石覺將軍，親自領導編

註54	 郭慎，面訪，臺北市兄弟飯店，2014年8月1日。

註55	 常東昇，《摔角術》，臺北：中華技擊委員會摔

角部，1969。

註56	 常東昇，《摔角學》。

註57	 蘇成、廖天授，面訪，臺北市神燈咖啡，2014年8

月10日。

註58	 張伯夷，《當代臺灣國術史料彙編》，28-34。

註59	 張伯夷，《當代臺灣國術史料彙編》，195-196。

註60	 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太極拳圖解》，臺北：

教育部體育司，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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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在退休之前，1975（民國64）

年，接受蔣緯國將軍的邀請，遠赴摩洛哥，

應邀至摩洛哥皇室獻技，在國王「海珊二

世」御前，表演其精湛的保定快跤，當場以

保定快跤技術連打帶摔，將海珊國王兩名跆

拳四段侍衛教練擊倒，同為回教徒的國王大

為驚訝欽佩，立即贈送阿拉伯寶刀一把，以

示「寶刀贈英雄」的敬意。（註61）

八、創立世界摔角協會與拍攝相關教學影片

常大師有感於無法在臺灣成立世界摔

角組織推展中國摔角，因此於1982年前往美

國俄亥俄州成立「世界摔角協會」。（註62

）也因為常東昇前往美國成立世界摔角協

會，並且受到美國新聞媒體的報導，1983年7

月，美國黑帶雜誌將常東昇做為封面專題報

導常氏武藝與保定摔跤。（圖14）1983年10

月29日，常東昇前往美國舊金山大學，參加

「1983年摔角暨國術演示會」，常東昇精湛

的摔角技術獲得觀眾如雷的掌聲。

九、培養傑出摔角子弟

常東昇自1949（民國38）年隨國民政府

來臺，並以陸軍上校官銜轉入警界服務，直

到1977（民國66）年以「三線二星」高階警

官退休。

大師來臺後，轉職在中央警官學校服

務，先後在建國中學、情治單位、政戰學

校、師範大學、中國文化大學、實踐家專、

政治大學、國防部體育幹部訓練班，及各軍

種戰技訓練班教授其絕技保定摔跤。培養出

眾多優秀弟子，除了在臺灣各地傳承外，海

外地區的推展包括美國的弟子金習孔推展「

圖13　常東昇先生於歐洲功夫大賽會場簽名。右下角為民初

中國十二大武術家，右下角即為常東昇先生照（照片

來源：郭慎提供）

圖14　1983年美國黑帶雜誌將常東昇作為封面

（照片來源：引用自美國黑帶雜誌）

世界摔角協會」、翁啟修在美國加州國際醫

藥大學太極學院擔任院長，葛學讓、林起

愷、王世元、吳慕雲在美國成立「實戰摔跤

協會」，黃清政在德國成立「國際中國功夫

研究協會」、吳政民在德國成立「匹特斯豪

森功夫學院」。（註63）以下為常東昇各時

期推展傳承弟子記錄：

大陸時期：姚長明、湛金濤、楊忠孝、

張志勇、李濟安、湛金奎。

建國中學時期：徐龍、蘇成、沈春暉、

陳志朗、鄧祖琳、葛學讓、林起愷、王世

元、吳正民。

政戰學校時期：郭慎。

中央警官學校時期：王茂竹、李昌鈺、

沈世賢、葉宜植、朱玉龍、郭憲衡、邱樂

忠、郭均、莊正忠、黃清政、陳奕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時期：鄭行平、胡繩

武、翁啟修、張光明。

中國文化大學時期：葛學讓、林奉

文、黃國瑞、洪惟仁、李春生、陳國錦、                 

張乃豪、周光凱、林建民、王曰法、宋家

齊、宋文仲、柯秋明、李家祺、劉先覺、謝

欽聰、林建民、廖天授等。（註64）

外籍弟子：金習孔、馬佛仁（義子）、

祈丕德。

其餘包括方固、何自勝、李心畬、倪

維城、林鈞福、周培方、胡隣、高翔、徐永

樂、廖維山、桂健、魏倫超、黃耀禎、黃翁

明等。以上均為常門保定快跤傳承供獻良

多。以下介紹相關代表性人物：

（一）湛金濤

1926年生，南京人，自幼即在南京習

武，年輕時跟隨馬杏田習摔角，抗戰勝利後

才跟隨常東昇在五臺山學習摔角2年，後來隨

常東昇來臺，協助常東昇教授摔角，也在臺

灣參加比賽，1952年，空軍供應部隊第二屆

運動會摔角比賽，拿下冠軍，之後參加1955

年在總統府前的三軍球場舉辦中國國術比賽

大會，湛金濤也獲得輕量級冠軍，此外，省

運會的摔角比賽，湛金濤也拿下不少面金

牌。（註65）

註61	 蘇成，面訪，臺北神燈咖啡，2014年8月10日。

蘇成先生訪談時回憶起這段故事，起因於1970年

代三軍大學校長蔣緯國要派人前往摩洛哥進行交

流，透過當時的拳王袁時和，袁時和找了常東昇

的高徒蘇成一同前往與蔣緯國見面，因為1970年

代蘇成為了保存常東昇老師所教授的技術，找人

拍攝紀錄片，花了當時2,000元臺幣完成製作，蔣

緯國看到摔角影片後大為欣賞，邀請常老師與蔣

緯國見面，之後才促成常東昇老師前往摩洛哥進

行表演。

註62	 張光明，《中國摔角傳承與訓練實務》，4-8。

註63	 吳周昇，〈常門摔角好手吳正民留德歸國傳角

藝〉，《力與美》，54（臺北，1994.10），58-64

。

註64	 林奉文，《中國摔角基本教練》，高雄：春

暉，2009，18-20。

註65	 吳周昇，〈保定快跤好手湛金濤〉，《力與美》

，29（臺北，1992.09）：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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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蘇成

1955年，蘇成就讀建國中學二年級，常

東昇大師前來建中教授摔角，1956年開始追

隨常大師前往警官學校、國防部體幹班、政

工幹校、反情報軍官班等單位擔任助教。

從1957年開始參加省運會摔角比賽，

陸續取得4年冠軍、1年亞軍、1年季軍的成

績，1961年在政大成立摔角社，除此之外，

蘇成老師也積極協助摔角協會的運作，包括

在1978年成立「臺北市體育會摔角委員會」

，也協助在1980成立「臺南市摔角委員會」

、1981年「臺灣省摔角協會」、1988年的「

中華民國摔角協會」，現擔任「世界摔角協

會」的第一副會長、「恆豐摔跤社」社長等

職務，工作之餘仍在國內外持續推展常氏摔

角，近年來將摔角融入「散打格鬥」，期盼

快速將保定跤推向國際，目前持續在警察專

校及民間推展「散打快跤」，著有《中國摔

角入門與實戰應用》、《摔角、警棍應用法

與帶離術、擒拿術》等書。（註66）

（三）郭慎

1931年出生於山西，1950年來臺，1954

年，郭慎考入政戰學校，1957年開始跟隨常

東昇學習保定快跤，1963–1983年間，常

老師在政戰學校、反情報軍官班擔任教官，

此一期間均由郭慎與蘇成擔任助教，長達16

年。跟隨常東昇期間，郭慎在1965年參加第

廿屆省運會摔角比賽，獲得重量級冠軍，郭

老師除了在摔角有深入研究外，也精通舉

重、角力、柔道等運動，軍事服役期間也撰

寫許多軍事武術訓練書籍，退役後，1988年

開始中國文化大學國術系擔任摔角教授長達

24年，並撰寫《中國式摔角》、《擒拿術》

、《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國軍體育的發展與變

遷》等著作。（註67）

（四）林奉文

林奉文，1946（民國35）年生，1964

年就讀中國文化大學經濟系，1965年加入學

校摔角社，為中國文化摔角社第二屆社長，

在中國文化大學期間及畢業後跟隨常東昇學

習摔角多年，畢業後回到故鄉屏東擔任中

正國中數學老師，課餘擔任摔角社指導老

師，1969年時，中國文化大學摔角隊參加在

中國文化大學舉辦的北區大專摔角比賽時獲

得冠軍。（註68）在1981年拜入常東昇門

下。在屏東中正國中任教時成立摔角社，兩

年後即獲得「中正盃」男女組總冠軍；，擔

任屏東縣摔角委員會總教練長達20年，指導

屏東中正國中、屏東師院、陸軍官校的摔

角，曾經最多帶領10所學校參加競賽，在

1984-1990年間區運會的摔角賽曾為屏東縣

拿下七座摔角錦標賽總冠軍的紀錄，其弟子

李三仁曾經為屏東縣拿下七連霸的摔角冠軍

（註69），並獲得優秀教練獎。亦曾任中華

民國摔角協會秘書長多年，。現已從國中退

休，並持續進行中國摔角的相關著作傳承保

存，目前已完成《中國摔角基本教練》、《

中國摔角──進階訓練暨常見技術類型》、

《散手跤技擊法》三本書。（註70）

圖16　郭慎近照（照片來源：郭慎提供） 圖17　林奉文老師與筆者訪問後合影（照片來源：莊嘉仁提供）

註66	 採編組，〈推動常門摔跤的龍頭——蘇成〉，《

臺灣武林》，5（臺北，2001.03）：26-31。

註67	 莊嘉仁、傅文丕，〈臺灣國防戰技專家──郭

慎〉，《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第七輯，張

素珠、林國棟主編，臺北：臺灣身體文化學

會，2013，168-195。

註68	 林奉文，《中國摔角基本教練》，18-20。

註69	 林奉文培養的選手李三仁曾經取得區運七連霸冠

軍的紀錄。

註70	 林奉文，面訪，屏東市自然緣人文咖啡館，2014

年8月4日。

圖15　蘇成近照（照片來源：蘇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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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特別邀請國際專業武術雜誌來臺訪

問，包括美國Inside Kung Fu、Black Belt

等雜誌來訪，常達偉代表保定跤，展示常東

昇的跤術。（圖18）（註75）

張光明擔任總幹事一職，此外張光明也在南

臺灣的大專院校傳承中國摔角長達20餘年，

於1986年出版《中國摔角傳承與訓練實務》

一書。（註74）

（八）常達偉

在常東昇大師刻意的栽培下及對個人對

保定快跤的熱愛，傳承保定快跤。多年來，

常達偉在技術方面精益求精，把大師的各種

技術發揮至淋漓盡致，目前擔任「中華武術

摔跤協會理事長」暨「世界常門武術聯盟」

執行長，並且已經將常門摔角成功推展到義

大利等歐洲地區，目前在中央警察大學擔任

摔跤教官，傳承其祖父在中央警官學校的摔

角教學。2002年觀光局為了推動臺灣的觀光

圖21　參觀蘇成老師在警察學校的摔角練習

（照片來源：莊嘉仁拍攝）

圖22　常東昇在美國拍攝紀錄片示範動作

（照片來源：郭慎提供）

（五）朱玉龍

朱玉龍，1936年生，中央警官學校第26

期畢業（1957年就讀），就讀警官學校期間

跟隨常東昇大師學習摔角，1967-1972年間跟

隨常東昇擔任中央警官學校摔角助教，1977

年開始專任警官學校摔角教官，1979年正式

拜入常東昇門下，1984-1988年間兼任中國文

化大學國術組的摔角課程教授，目前自警察

大學退休，進行相關摔角的著作。（註71）

（六）翁啟修

1968年翁啟修就讀臺灣師範大學體育

系，跟隨常東昇學習摔角，在1970–1971年

獲得摔角比賽冠軍，1984年完成英文版的摔

角教材《摔角要義》，1987年取得美國俄亥

俄州體育博士，以一篇《現代摔角：它的理

論，應用與發展》論文取得博士學位，1988

年返國擔任中國文化大學體育系國術組主

任，同年於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簡易常氏太

極拳》一書，1990年擔任國立體育學院國術

研究中心副主任（註72），現任加州國際醫

藥大學太極學院院長，目前積極推展有氧太

極運動。（註73）

（七）張光明

1968年張光明就讀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

期間，開始跟隨常東昇學習摔角，大學畢業

退伍後又跟隨常東昇一段時間，1988年間促

成了「中華民國摔角協會」在高雄成立，由

圖18　常達偉（照片來源:常達偉提供）

圖19　金習孔（左2）回臺祭拜常東昇大師

（照片來源：蘇成提供）

註71	 採編組，〈警界摔跤推動者——朱玉龍〉，《臺

灣武林》，5（臺北，2001.03），44-47。

註72	 莊嘉仁，《臺灣武術的發展與變遷》，46-47。

註73	 翁啟修，《簡易常氏太極拳》，5-6。

註74	 張光明，《中國摔角傳承與訓練實務》，4-6。

註75	 採編組，〈國際專業武術雜誌媒體記者來臺訪

問紀實〉，《臺灣武林》，12（臺北，2003.03）

，6-29。

圖20　在兄弟飯店與蘇成老師、郭慎老師

訪談（照片來源：廖天授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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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金習孔（Gene L. Chicoine）

金習孔，1930年生，原為美國俄亥俄

州副警長，1978來臺參加功夫營，但營隊學

教授內容不符合他的期待，後來經常東昇高

徒蘇成先生之引薦與常東昇見面，由於金習

孔已經有學習個各種武術33年的經驗，當場

與常老師試驗功夫，一招即被常老師摔倒在

地，從此跟隨常東昇學習摔角，之後拜在常

老師門下成為弟子，1982年常東昇前往美國

成立「世界摔角協會」，常東昇為會長，金

習孔即為副會長，常東昇過世後，由金習孔

擔任世界摔角協會會長。（註76）常東昇過

世後，金習孔經常返臺祭拜常東昇大師。（

圖19）

肆、結語

常東昇大師歷經傳統武術的薰陶與訓

練，以家傳武學與保定跤張鳳岩師承上的勤

學與實踐精神，在近代中國摔角的技術傳承

與精神表現上為近代難得的武術家；在摔角

競賽表現上，如1948年第七屆全國運動會上

獲得中乙級摔角冠軍；對於在臺灣地區的保

定跤傳承做了很多貢獻、包括警官學校、政

戰學校等官方機構的傳承，在學校與民間的

傳承也是有目共睹，如建國中學、師範大

學、中國文化大學等都有摔角社的推展，也

在中國文化大學國術組開設正式摔角課程；

對於促進臺灣省運會摔角比賽之努力也是貢

獻良多，並成功地在第十二屆省運會將摔角

列為正式比賽；在摔角組織的推廣上，在當

註76	 蘇成、廖天授，面訪，臺北市神燈咖啡，2014年8

月10日。

時的臺灣環境上確實受到壓抑，導致常東昇

大師前往美國成立「世界摔角協會」，而常

東昇也對當時政府推展柔道等運動不以為

然，經常提出建言；常東昇除了在民間與學

校的傳承不遺餘力，眾多弟子在各領域間皆

有不錯表現，其長孫常達偉近年也已經嶄露

頭角，在歐洲等地成立相關常門摔角組織，

也接續常東昇在中央警察大學等官方機構持

續推展保定摔角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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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常東昇大事記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1912 民國元 6月21日出生。

1920 民國9 8 啟蒙學習摔跤。

1924 民國13 12 從師張鳳岩，學習摔角。

1928 民國17 16 擊敗知名摔角好手李老吉，聞名鄉里。

1929 民國18 17 畢業於保定河北第六中學。

1932 民國21 20 進入南京中央國術館習武。

1933 民國22 21 受張之江將軍之賞賜，升任為中央國術館教師。

1934 民國23 22 應湖南保安司令何鍵將軍之禮聘，擔任湖南省技術大隊國術教官。

1938 民國27 26
應抗戰任務之需要，奉調廣東平樂軍事單位任國術教官。

1941年擔任廣西桂林中央軍校第六分校「軍官訓練團」摔跤教官。

1944 民國33 32 因特殊任務，奉派至雲南昆明「鴻翔降落傘部隊」擔任戰技總教官。

1947 民國36 35 1947年隨「鴻翔降落傘部隊」調返南京。

1948 民國37 36
1948年勇奪上海舉行之「第七屆全國運動會」男子摔角錦標賽「中乙級」摔角冠軍。

奉派擔任南京「軍官訓練團」教官。

1949 民國38 37
隨白崇禧將軍部隊撤退來臺。以陸軍上校官銜，轉入「中央警官學校」擔任教官，傳承者
包括朱玉龍等人。

1953 民國42 41 臺灣省體育會成立「摔角訓練班」，敦聘常東昇為教師。

1954 民國43 42
參與「臺灣省第九屆省運會」之「摔角賽」賽程。

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開設摔角課程。

1955 民國44 43

在建國中學教授摔角隊，培養好手有徐龍、蘇成、林起愷等人。

擔任「中國國術比賽大會」之「摔角組裁判」。

受聘為「臺灣省第十屆省運會」之「摔角賽」大會裁判長。

1957 民國46 45
擔任第十二屆省運會之摔角賽主任裁判。

受聘為「臺港澳國術比賽大會」之裁判。

1958 民國47 46

4月應國防部總政戰部聘請編纂《國軍戰鬥體育教材》之摔角部份，並擔任首屆國軍體育幹
部訓練班教授。

10月教材編印後即展開16年的國軍戰鬥教育教學工作，培養了郭慎等人。

1960 民國49 48 受聘為「臺灣省第十五屆全省運動會」之審判委員會委員。

1961 民國50 49 擔任政大摔角社指導老師，第一屆社長蘇成。

1965 民國54 53
受聘為「中國太極拳學術研究會」顧問。

在中國文化大學成立摔角社，擔任指導老師，培養葛學讓、林奉文、周光楷等好手。

1968 民國57 56 受聘擔任「第廿三屆臺灣省運會」國術摔角賽主任裁判。

1969 民國58 57 出版《摔角術》一書，由中華技擊委員會摔角部出版。並作為中央警官學校的教材。

1970 民國59 58
擔任國立師範大學國術社摔角教練。傳承者包括翁啟修、張光明等人。

曾應聘至政治作戰學校、政治大學、建國中學、中國文化大學等校授課。

1975 民國64 63

應蔣緯國將軍之邀，遠赴摩洛哥表演中華武術，以矯健的身手，擒伏宮廷兩位韓籍跆拳道
四段侍衛隊教頭。國王海珊二世特御賜阿拉伯勇士彎刀一把，以為紀念。

應邀於「第四屆東南亞國術賽」之開幕會場上獻藝。

1977 民國66 65 以「三線二星」官階自中央警官學校退休，隨即赴美成立「全美摔角協會」。

1978 民國67 66
臺北市摔角委員會成立。

修定臺北市摔角委員會舉行的摔角教練研習會之比賽規則。

1979 民國68 67

受聘為臺北市舉辦的「青年盃摔角錦標賽」之大會裁判長。

擔任臺灣省國術會訓練中心「研究發展委員會」之研究委員。

受聘擔任1979年「第三屆中正盃太極拳錦標賽」之「指導委員會」副會長兼「評審監察委
員會」副主任委員。

1982 民國71 70

受聘擔任中華民國國術會第六屆「諮詢顧問委員會」委員。

前往美國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城成立「世界摔角協會」，並擔任首屆理事長，並邀請拍攝摔
角及太極拳教學片。

任「國際等階評審委員會」與「國際教練裁判委員會」主席。

1983 民國72 71

應邀在美國舊金山大學體育館舉辦的「1983年摔角暨國術演示會」上示範演出，掀起大會
高潮。

曾多次前往歐洲各國推展摔角運動及示範演出。

1984 民國73 72
應吳文忠博士之禮聘，擔任「國術研究所」研究委員。

應聘擔任美國德州奧市ISCA分會主辦的「1984年全美摔角比賽」大會裁判長一職。

1985 民國74 73

應中國文化大學體育系國術組之邀聘，擔任國術組三年級「摔角」一科技術教授。

前往美國俄亥俄州推展摔角，該州為肯定他提倡摔角運動所做之貢獻，特頒贈「現代摔角
之父」榮銜給他。俄亥俄州立大學體育系為敬佩其精湛功夫，特邀他再次拍攝教學影片。

1986 民國75 74
逝世。

美國俄亥俄州為紀念常東昇的貢獻，特舉辦「第一屆東昇盃國際摔角賽」。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